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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77                            证券简称：赢时胜                            公告编号：2021-026 

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亚太（集团）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5207708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赢时胜 股票代码 30037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程霞 张建科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莲花一村社区皇

岗路 5001 号深业上城（南区）T2 栋 3701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莲花一村社区皇

岗路 5001 号深业上城（南区）T2 栋 3701 

传真 0755-88265113 0755-88265113 

电话 0755-23968617 0755-23968617 

电子信箱 ysstech@ysstech.com ysstech@ysstech.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持续在金融行业业务发展和技术应用上进行创新类业务场景和业务应用的探索与拓展，同时紧贴市场的需求变化，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积极推进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微服务等新兴技术在金融行业的赋能与应用,持续推动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并已经在信创自主可控方面不断延伸公司既有业务领域的解决方案,拓宽公司产品服务范围,丰富产品

能力，改进产品服务质量，提高交付效率，提升用户体验和客户满意度,有效提升了公司的品牌优势和行业影响力。 

2020年，全面践行公司战略转型的目标，开展基于云原生微服务生态体系的建设，搭建“大中台运营能力”体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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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技术和业务能力相结合快速赋能行业用户，构建行业大中台运营服务的全新行业运作模式。公司从组织形式、传统产品转

型路线、创新产品实践、人员结构支持等几个方面稳步推进，保障战略平稳有序落地。 

1、传统核心业务产品的成熟与转型探索 

作为公司核心业务主线，对资产托管和资产管理业务保持高度的聚焦，通过组织架构调整、研发模式优化及持续的研发

投入，核心产品已日趋成熟。在交付实践中不断积累总结，传统业务线已形成了一套高效、快速的交付实施体系，进一步降

低产品实施成本。 

对监管及政策变化，保持一如既往的重点关注和快速响应，在应对I9切换等行业普遍性需求的过程中，公司制定了从业

务模型设计、产品调整方案、研发管理过程、交付实施管理等重点关键过程的统一协同体系，保证了政策性需求及时、高效、

平稳的落地。 

核心业务主线产品，继续保持一贯的产品优势，业务范围上满足境内外市场的全资产、全覆盖。同时不断拓展产品业务

边界，产品以运行稳定、风险可控、提质增效为目标，丰富传统业务线的插件式应用，大幅度提升用户满意度、增强用户粘

性。在公司统一的技术路线和大中台业务运营生态体系建设的推动下，开始向云原生微服务架构演进，使传统产品更适应当

前机构用户数字化转型的能力集成要求，同时也使得公司解决方案更加灵活、有针对性。 

从市场表现上看，在托管市场持续保持高占有率的情况下，2020年又实现增加新的国有银行客户的突破；同时，资管市

场方面也依托专业优势取得佳绩，持续保持和增强了在基金、保险资管等领域的市场领先地位，尤其获得各个细分行业头部

客户群的持续投入和深入合作支持，成功替换了一些金融机构原使用的境外厂商系统和友商系统。在各家金融机构升级公司

新一代系统的同时，实现了对创新落地场景的科技赋能。公司在资管和托管运营领域专业化和持续深度服务方面依然保持强

劲的竞争优势。 

2、以研究院为核心的公司级技术治理体系的建设 

依托研究院的技术优势，基于公司云原生微服务业务生态建设要求，持续迭代和更新Fregata私有云PaaS平台版本，为

“大中台”IT基础设施建设，构筑起全套的、不断增强的、开箱即用的、敏捷部署的云服务资源基础技术架构。从应用、架

构、运行时设施环境多层面多维度提供了全域敏捷性支持，进而实现软件“分析-建模-开发-测试-运维”生命周期全流程敏

捷实现与可扩展性，赋能行业通过内生性颠覆实现自身运作模式的变革与升级。 

在前端领域，基于研究院云化大前端技术生态Lugia，构建适应云原生前后端分离的云化大前端开发技术生态，通过在

公司产品研发、项目开发等方面采用Lugia技术生态，健全完善公司适应云原生体系下前后端分离的大前端技术体系和大前

端开发规范。同时积极推动大前端Lugia技术生态面向社区开源，以及面向泛资管行业推广，赋能行业在新的技术发展趋势

下孕育大前端研发领域技术变革与升级。 

以公司研究院自研恒河大数据平台为基础，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实时化大数据技术研发成果，同时深度整合开源大数据

生态，构建形成强大可靠的公司数据中台能力底座。并在这个可靠强大的能力之上，形成包括数据汇聚、数据建模、数据治

理、高性能数据计算处理、数据服务、以及数据开发生产在内的全流程数据中台赋能生产体系和符合行业数据标准的数据服

务体系。通过标准化数据服务，将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规范的行业数据标准，以模型、服务、引擎的方式为公司产品研发

进行赋能，推动行业数据驱动升级与数字化转型。 

综上，通过基于私有云PaaS平台构建云原生微服务应用生态、基于Lugia大前端构建云化大前端技术生态、基于恒河大

数据平台的数据中台构建完善的数据生态，形成了大前端、云原生应用、以及数据服务的完整能力生态。同时该生态积极响

应国家信创号召，在自主研发基础上，在服务器、操作系统、中间件层面谋求国产化适配。通过技术领先以及信创自主可控，

公司成功与大型金融机构合作，在衍生品风控和估值方面不仅在技术上和业务上超越了境外厂商，而且从硬件环境，系统环

境，应用软件等自主可控“中国芯”，得到了客户以及市场的广泛认可。 

3、面向行业和客户的服务型组织形式调整 

设立公司级组织，为公司战略落地保驾护航。成立技术标准委员会、数据标准委员会，从技术标准制定、数据标准制定

着手，逐渐将内部各产品、应用能力所依赖的技术应用和数据结构进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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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公司中台运营服务能力建设目标，通过中台赋能中心建设，以技术标准委员会制定的技术标准为行动准则，持续推

动数据中台在数据标准、数据存储、数据计算、数据服务核心能力优化，稳步提升数据中台解决方案成熟度。不断探索和实

践围绕数据中台的数据应用生态，产品研发端和业务场景端紧密结合，逐步构建端到端的行业服务能力。 

设立产品中台团队，建立公司级产品图谱，以产品策略制定、产品质量管控、交付质量保障、公司运营过程优化、行业

解决方案制定为核心职能，自上而下的制定公司产品建设路线，贯彻公司大中台运营能力体系建设战略目标，持续优化公司

内部各运营环节的协作过程，规范公司内部的产品建设过程，稳步提升产品及交付质量。 

通过“中台能力”建设，公司充分满足市场客户金融科技转型，数据驱动的诉求，参与了多家金融机构规划咨询工作，

并承担数据中台实施工作。 

4、科技赋能金融增效的创新场景实践 

加强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前瞻性技术研究,持续加大对微服务技术架构的研发和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

新技术的应用研发,结合现有优势领域，赋能行业形成新的行业生态，为公司金融科技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加速创新业务

产品和解决方案在行业落地。 

（1）数据中台产品能力建设：数据中台基于实时架构来完成数据治理，对海量数据、多类型数据梳理出关键诉求，并

向上提供服务输出能力给上层业务应用系统，进而实现数据资产化。同时考虑其他客观因素可能需要与传统数据仓库共存，

在数据中台的设计上兼顾了非实时的传统数据仓库架构。数据中台的建设目标，是要通过数据资产化建设形成数据的真正价

值，并通过数据服务的形式将数据价值对外输出。提供价值化数据服务，通过服务API接口将数据价值能力暴露给前台业务

应用，使前台业务应用依托数据中台能力，实现数据智能化转型。目前，数据中台能力体系已经体现，在银行、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已有落地案例和实践成果。同时，作为公司技术治理体系的关键抓手，通过标准化的数据服务和数据模型能力

输出，中台能力体系已广泛应用于公司内的创新业务产品。 

（2）金融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建设：是基于公司“大中台运营”体系进行IT整体系统架构转型的一次成功实践。

平台在全面满足监管机构的建设指引要求基础上，充分结合了用户的实际业务场景和工作需求。平台设计对产品流程管理、

文档库管理、多维度看板等多项功能特性进行实现，未来还将自主探索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知识图谱等技术手段进一步

拓展智能分析、决策支持等产品功能。“大中台”赋能不仅从技术手段上体现了研发敏捷化，同时在业务层和数据层也体现

了系统对业务场景的敏捷化支持。通过技术架构、数据、业务一体化，将全链路数据与业务链接在一起，帮助机构更合理、

高效、智能化地调配内外部资源。当终端用户需求变化时，系统可以快速做出行动，真正做到决策即运营。 

（3）机构运营管理建设解决方案：依托于头部客户运营管理领域实践，梳理和总结运营管理体系建设思路，同时在公

司大中台运营体系建设的要求下，确立以业务处理、流程驱动、过程管控、可视化看板为核心能力的运营管理体系。建设以

数据接入配置化、业务处理能力接入配置化、流程设计配置化、表单及页面设计配置化、数据应用配置化为基础能力的低代

码业务场景搭建工具平台，实现了面向用户、快速搭建能够贴合实际情况的运营业务场景的功能或流程，具备了机构内部现

有的信息化建设成果的快速集成与应用，大大降低了运营管理体系建设的成本。 

（4）智能信息提取系统（ICR）大范围推广：基于公司在AI技术领域的持续投入，以及在行业的持续落地和模型优化，

智能信息提取系统已经具备大范围推广和落地的条件。产品以OCR+信息提取为核心能力，更加贴近金融业务场景中的各类型

单据，结合垂直行业领域的特性，有针对性的给与相应的业务补充，不断提升产品在识别和提取上的准确率。目前产品已实

现交易单据、划款单据、合同信息、文档对比等场景落地，通过智能化和自动化的实现，全力支撑机构业务的高速发展。 

（5）报表世界监管报送平台的广泛应用：基于云原生微服务架构的设计模式，结合公司数据中台建设的成果，进一步

提升报表世界在数据接入、数据标准、数据计算等方面的能力。统一规划数据计算调度规则，以批量计算和准实时计算为核

心计算要求，满足用户不同场景的数据分析需求。模板化的报表配置，能够快速支持报表需求的实现和发布。平台自身的BI

能力，能够实现复杂分析报表的编辑和在线展示。流程化的报送流程，使报送过程更加安全和风险可控。云原生微服务架构，

也使 得产品推广模式上不断创新，核心业务组件可以直面机构要求进行快速集成。产品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公司、托管银行、理财子公司、保险资产公司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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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智能舆情：基于哈工大图灵实验室与赢时胜的NLP和深度学习、端到端训练等技术，从开放的海量互联网信息中过

滤无关的舆情数据，抽取重要舆情，识别舆情主体，标注舆情类型，进行极性判断，挖掘出与企业风险相关的蛛丝马迹，对

可能给企业带来重要风险的负面舆情和信用风险进行及时准确的预警。线上系统仅2019年下半年已经对多个违约的债券主体

实现了提前1-2个月、甚至更早时间发出重大预警。智能舆情系统涵盖了舆情处理的全过程，包括舆情数据的获取、清洗、

预处理、事件发现和风险识别，构建了事件驱动的全自动舆情分析技术，极大减少了人工的成本。系统除了内置的数百种风

险事件外，还可根据客户业务特点，自定义分类标准和风险事件。系统专业版本自带的数据标注平台和模型自学习、自训练

模块，将业务、数据与模型有机衔接，能够随着业务数据的沉淀而逐渐提升性能，实现舆情预警能力的进一步增强。 

（7）实时估值解决方案：基于数据中台的概念，公司依托多年专业的估值系统建设经验，打造实时和批量高效专业准

确的估值引擎。解决客户营销、组合管理、投资研究、投资决策、风险管理、绩效评估等，金融机构多年的痛点。高效实时

准确的原子单元的估值定价数据，可以提供以客户为单位的估值，以投资策略的测算估值，以投资指令或交易委托的估值，

以多维度风控和绩效的估值。目前在各头部金融机构已经有了成功案例，并会以此为抓手，延伸至投资管理其他业务领域。 

（8）场外交易系统：依托各类场外品种的交易运营场景，实现各类业务在线下交易过程中的运营自动化、一体化；围

绕场外风控模块、合规进行交易前中后的风险管理及预警，结合各公司运营流程为客户解决实际场外各类品种的交易管理；

整合各类业务的非标准数据，为联合风控、运营管理标优化提供有力的数据保障；结合RPA、OCR技术实现NLP；通过调度中

心减少人员重复工作，通过消息中心的各类消息定制功能提升沟通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为客户数据建设提供保障；同现有

主流中台、后台核心供应商产品线无缝对接。 

创新场景的落地实现已经得到了客户广泛认可，作为公司传统核心产品线的延伸，随着数据中台概念的推广，整体能力

从后台业务领域，拓展到了前中台，使公司的整体解决方案能力实现了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5、跨领域突破 

面对金融科技的发展机遇,依托公司长久以来积累的人力基础、金融行业服务经验和客户基础,加强微服务，云计算，大

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产学研合作,积极布局金融科技生态圈，突破传统领域，进军银行核心，保险核心以及

其他行业，推动公司科技战略转型。 

团队建立后迅速进行产品孵化，市场已有多个项目落地。通过向金融行业的核心业务提供数字化转型的咨询服务，数据

智能产品服务及数据智能应用服务。帮助金融机构实现数据智能管控，数据智能服务，数据智能协同，数据智能决策的数据

价值运营链，帮助金融机构在客户价值运营能力和运营风控能力方面的提升。在实现金融科技给金融机构赋能的同时，延伸

产业外延，并已在数字货币，绿色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领域中孵化落地试点项目。 

6、支持公司战略转型的文化建设及人员结构优化 

公司秉承成长与分享的理念,构建双循环体系，推出创业平台机制+公司内部的绩效考核、薪酬制度、股权激励等激励体

系。打造职业化的管理团队和专业化的运营团队,建立自主发展和自主创新的动力机制。 

（1）面对复杂的竞争局势，公司一方面注重利用自身人员成长内需优势构建独立的优才计划激励体系，培养人才，留

住人才，用好人才，另一方面适量引入外部尖端人才有效加强团队战斗力。 

（2）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继承发扬公司传统优势，结合参股公司，控股公司，促进参与和带动形成集团公司，做好

循环统筹，相互影响和促进，形成不同于过去的新的发展格局。 

人才是软件企业的核心资源之一，是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体现。公司在多年的经营实践中形成了高效、稳定、专

业的核心管理团队和优秀的研发技术团队。管理团队专注于为金融行业资产管理业务和托管业务的信息化建设提供服务，具

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不断进取的开拓精神，能够敏锐感知客户和金融行业的变化，并迅速做出反应。公司通过持续内部培养

和外部引进两个渠道，不断提升管理团队素质和扩充管理团队规模，形成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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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837,770,538.79 655,579,978.11 27.79% 639,100,49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31,906.52 136,436,981.53 -89.79% 177,780,37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761,524.23 21,111,032.27 -231.50% 155,899,691.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880,374.44 124,586,918.32 13.08% -49,044,888.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87 0.1838 -89.83% 0.23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87 0.1838 -89.83% 0.23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9% 4.96% -4.47% 6.5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3,013,242,668.14 3,185,448,497.87 -5.41% 3,209,914,33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59,756,570.31 2,808,647,111.82 -1.74% 2,713,651,911.5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0,174,969.94 254,063,768.51 241,444,647.17 222,087,15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090,945.70 78,060,035.46 77,674,763.17 -114,711,94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440,844.29 74,951,513.12 64,291,230.01 -137,563,423.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888,971.46 9,143,572.54 34,517,537.10 155,108,236.2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52,671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48,374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唐球 境内自然人 18.12% 136,290,131 119,364,359 质押 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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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建红 境内自然人 4.34% 32,617,288 32,617,288   

张列 境内自然人 2.67% 20,090,731 0   

周云杉 境内自然人 2.65% 19,934,850 19,934,850   

鄢建兵 境内自然人 2.58% 19,419,750 0   

黄熠 境内自然人 2.24% 16,836,150 0   

富安达基金

－张列－富

安达－富享

21 号权益类

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68% 12,647,100 0   

庞军 境内自然人 0.78% 5,896,850 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7% 5,035,231 0   

梁凯莉 境内自然人 0.49% 3,679,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唐球、鄢建红、鄢建兵为一致行动人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公司经营紧紧围绕金融科技发展方向前行，主营业务继续聚焦为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和资产托管业务提供信息

化系统解决方案的应用软件及增值服务，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积极推进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微服务等前沿技术

在金融行业的赋能与应用,持续推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不断延伸公司既有业务领域的解决方案,拓宽公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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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范围。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3,777.0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79%，其中母公司金融软件主业主营业务收入77,271.02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45%；营业成本23773.6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42%，其中金融软件主业主营业务成本21044.1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35%；管理费用9,856.3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9.01%；研发费用32585.4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2.7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93.1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9.79%（注：排除控股子公司供应链应收款计提坏账

及参股公司的投资收益等影响，公司报告期内金融软件主业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58.42%）。 

报告期金融软件主业主营业收入较上年增长主要原因: 

1、公司凭借多年在行业内深耕细作及资源投入，培育出良好自身行业经验、市场及技术优势，持续进行技术及产品创

新，公司以此深挖重点客户的潜在需求，创新产品等收入较上年增长；2、公司紧贴市场需求，积极响应加快满足金融新政

应用的新产品研发，报告期内，基于IFRS9新会计准则系统改造项目、侧袋估值改造项目、深市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业务优

化、债券ETF产品申赎业务迁移、REITs基金系统项目、中登FISP接口改造、债券ETF申赎业务迁移、交易系统切换、固收平

台优化等等政策性需求合同收入实现较大增长；3、公司积极布局金融科技生态圈，努力突破传统领域，进军银行及保险核

心业务系统以及其他行业系统，同时针对金融行业业务细分领域的市场机会，增加产品条线的投入，使公司规模及营收快速

增长；4、公司全体销售团队不懈努力，加强市场推广，市场开拓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不仅对存量客户的合同额实现了较大

增长，报告期内还增加了国有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理财子公司、金融机构科技公司、外资银行、城商行等金融机构

新客户，实现了新客户合同增量收入。 

报告期主营业务成本及研发费用、管理费用等较上年增长主要是人工成本增长： 

1、公司抓住行业市场机会发展壮大，公司软件主营业务销售订单及市场需求不断增加，为准时保质完成交付任务，公

司增加技术开发服务、实施、软件服务外包等人员数量以补充人员缺口，公司月平均职工人数较上年增长13.86%，报告期末

职工人数较上年同期增长21.89%，公司人工成本相应增长。同时，由于金融科技行业从业人员的人才竞争加剧，公司根据市

场行情进行薪酬调整，导致用工成本进一步攀升。2、基于全面践行公司战略转型的目标，推进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

微服务等前沿技术，搭建“大中台运营能力”体系，公司进行了相应的研发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增加了较多的人工成本支出；

3、公司限制性股票成本费用摊销。为了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调动关键核心员工队伍和管理团队的活力和动力，增加员

工的积极性，完善公司的治理机制，公司实施了新一期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 

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较大主要原因是由于控股子公司供应链代采购业务和保理业务大额

应收款项逾期出现很大坏账风险，公司根据相关法律追缴进展情况以及债务人现实经营情况、财务情况，公司判断应收款项

收回的可能性不大，根据谨慎性原则，对供应链代采购和保理业务应收款账面余额及与此有关的股权投资进行公允价值认定

计提了坏账准备,此项计提坏账准备减少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947.99万元。 

金融机构提升金融科技水平的脚步从未停歇，新冠疫情也将正向促进金融科技的投入与创新应用，金融科技行业势必持

续繁荣。公司作为深耕行业20余年金融信息系统服务商，培育出专业的核心管理团队和优秀的研发技术团队，积累了丰富的

业务经验，拥有了稳固的客户基础，对金融业务场景、技术生态谙熟，公司将保持定力、全力聚焦、乘势而上、奋勇前行。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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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1、变更原因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

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

年1月1日起施行。 

2019年9月19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以下简称“《修

订通知》”），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按照会计准则和《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按照上述通知及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2、变更日期 

根据规定，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3、变更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0年4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事项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4、变更前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关于修订印发合

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的有关规定。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

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新收入准则的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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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应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3）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 

（4）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公司在2020年1月1日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收入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仅调整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当年年初留存

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如下： 

根据新租赁准则和新金融准则等规定，在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增加了“使用权资产”“租赁负债”等行项目，在原合并

利润表中“投资收益”行项目下增加了“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行项目。 

（2）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实本有关情况调整了部分项目，将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分拆

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三个行项目，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应付账

款”两个行项目，将原合并利润表中“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行项目的列报行次进行了调整，删除了原合并现金

流量表中“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等行项目，在原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所有者

权益变动表中分别增加了“专项储备”行项目和列项目。 

三、董事会对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变更

后会计政策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20年，公司收购子公司匡衡软件（北京）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120万元，公司持股占比64.29%，本年度将其纳入

合并范围。 

2、2020年，公司新设立控股子公司赢证（上海）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7000万元，公司持股占比51%，本年度将

其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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